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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9月 5日
信息报人才就业社保
关 注民 生·服 务 人才

广 告

企业云集，广揽英才，数千个岗位虚席以待，薪资、福利待遇等明码实价渴盼人才！

活动时间：9月 8日（星期五）8:30-14:00

活动地点：原长沙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
活动地点：（长沙县·星沙·凉塘路与东升路交汇处）
服务网址：长沙经开区人才网（www.jkqrc.com）

“才聚星沙 成就梦想”
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益性人才招聘会

服务公众号：
长沙经开区人力资源服务

乘坐星沙 101路公交车至长沙县政务中心站，沿凉塘路向西步行 1分钟至原长沙县政务服务中心；

乘坐星沙 127路、501路、703路公交车至聚鑫市场站，沿凉塘路向西步行 5分钟至原长沙县政务服务中心。乘车路线

长沙经开区人才市场过渡搬迁至原长沙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，每月 8日、18日、28日定期举办的公益性人才招聘会在新址照常进行。

电话：0731-85063069 E_mail：1311828356@qq.com

本报所有信息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，违者必究！

求职者在应聘面试时，请拒绝交纳一切费用，谨防上当受骗。

责编 谢思宇 美编 小晨 X8

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
设备维修工、工艺工程师、质检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8283036王先生、夏小姐

京广线缆集团
普工、会计、行政人事主管、门店店长、保安、工艺技术员、区域业务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4931379、84931378

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
电子工程师、电气工程师、机械工程师、C#软件工程师、系统集成设计
工程师、销售工程师、电气调试、网络工程师、机加检验 /装配检验、机
加钳工、数控折弯、加工中心
联系方式：陈小姐 0731-85252383

蓝思科技（长沙）有限公司 -榔梨园区
CNC助理工程师 /技术员、QE助理工程师、研发技术员、电工 /焊工、
车工 /铣工 /钳工、文员、助理、数据管理员、宿舍管理员、操作工、质
检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3285807叶先生

湖南南方长河泵业有限公司
技术研发、打磨工、焊工、CNC加工中心
联系方式：王小姐 0731-85252876

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
电气工程师、装配电工 /钳工、会计、律师、结构工程师
联系方式：0731-82098002柯女士

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
专利工程师、总裁助理、导购员、JAVA开发、ios开发人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2086030罗小姐

湖南中南高创烟草科技有限公司
办公室主任、生产车间文员、采购部和销售部内勤、车工、普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4875679唐孔超

长沙瑞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
普工
联系方式：毛女士 17773121573

明和集团
仓管员、车工 /钳工（或学徒）、SMT操作工、数控折弯工、普工 /操作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4870556唐女士

湖南广汽日邮物流有限公司
物流操作工、维修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8195581

长沙广义变流技术有限公司
电气工程师、CAE工程师、PCB工程师、计划员 /PMC、售后工程师、生产
员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4013499刘小姐

湖南逸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收费员、洒水车司机、保安、市场部专员
联系方式：86884460陈女士

湖南中岸生物药业有限公司
生产操作工、成品冷库保管员、食堂后厨 /厨房阿姨
联系方式：0731-84021118羊先生、王女士

湖南虹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
业务员、会计、电子工程师、采购
联系方式：赵女士 18175985494

长沙新东方烹饪学院
竞价专员、在线客服 /网络咨询 /招生老师、湘菜厨师 /粤菜厨师 /
西餐厨师、裱花师 /烘培师、菜品研发师、外联专员、企划宣传、网页美
工、采购专员、行政专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2723728巢老师

长沙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
商务助理、ERP软件开发工程、普工 /品质检验员、销售工程师
联系方式：0731-82786288-8001/8089吴小姐

长沙市跨越物流有限公司
货运司机、操作工、市场专员（助理）、客服文员、自带车司机
联系方式：李女士 (司机，操作工)18122017268?；蒋女士（市场）：
18198928107

湖南易通汽车配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设备管理员、机修
联系方式：0731-86186777缪小姐

湖南星宇龙机械有限公司
检验员、冲压工、质量主管、备货员
联系方式：侯女士 13755119665

湖南天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
保安队长、保安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6965110屈小姐

长沙市国软软件开发有限公司
销售、大客户经理

长沙凌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
会计、仓管文员、电气质检、机械质检、销售跟单、钣金工程师、普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6801234朱小姐

湖南新思维物流有限公司
招商专员、装卸工、保安、仓管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2231662高小姐

湖南科达利精密工业有限公司
冲压工、冲压组长、品质工程师
联系方式：吴生 0731-86883172

长沙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普工、仓管员、焊工、质量工程师、项目工程师
联系方式：18570666926李小姐

湖南威视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办公室主任、标书制作员、销售经理、销售副经理、销售主管、销售人
员、工业设计师、家具设计师、方案对接师

长沙皇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APP运营专员、仓库管理员
联系方式：13570834211罗女士

湖南御茯堂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行政前台、电脑程序员、企划、会计、电商客服
联系方式：何女士 86205978

长沙众达工业有限公司
冲压普工、商务专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8283048滕小姐

湖南湘联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质检员、采购专员、董事长助理、电气工程师、报价下单员
联系方式：84069318-8895肖小姐

湖南波隆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工程技工、秩序维护主管、秩序维护员、厨师长
联系方式：罗小姐 18670802896

湖南博雅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销售经理、机械工程师、装配钳工、下料员、外购件仓管员、数控车工
联系方式：0731－84080190邢小姐

湖南久盛建筑有限公司
会计、业务经理
联系方式：胡小姐 86964755

湖南新立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刮灰、打磨、喷漆、精修交检技工、普工、涂装工艺工程师、设备操作员、
门锁组装作业员、厨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2792888/82792878-8000

湖南赛西科技有限公司
全盘会计、物资专员、文员、电子工程师、销售工程师
联系方式：0731-83861901陈女士

湖南腾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
研发工程师、体系工程师、IT工程师、维修电工
联系方式：tengzhi_2016@163.com

长沙博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销售助理、仓库管理员、叉车司机、压力容器检测员、焊工、冲床操作工
（车工）、模具钳工、车间班长、普工、木工、整形工、酸洗工、剪板下料
工、数控等离子操作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6808420

长沙胜通汽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业务员、普工、焊工、机修工
联系方式：粟小姐 0731-82798997

湖南省电子商务协会
活动策划文案编辑、会员部服务专员、运营助理
联系方式：香芹 0731-86865226

湖南大地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
区域经理、销售人员、主办会计、出纳、文员、机修工
联系方式：0731－85839049李小姐

长沙老湘食餐饮有限公司
销售经理、研发人员、仓管员、分装员
联系方式：胡总 13975895533

中鑫诺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
光伏电站渠道销售（可兼职）、行政并网专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6846576

湖南海纳明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
操作工、司机、贴膜工、质量管理员
联系方式：邓经理 18374992877

长沙崇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工程部工程师、工程部技术员、PMC主管、采购员、生产普工、线束组装
普工、质量检验员
联系方式：18974900366苏小姐

长沙六畜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大区技术服务经理兼讲师、省区销售经理、区域销售经理
联系方式：0731-86101799李锦华

湖南南方安美消防设备有限公司
外贸销售专员、质量管理工程师、机械工程师、电气工程师、电气员、装
配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4091732金女士

长沙长源变压器有限公司
装配技工、绕线技工、冲压工、焊工、保安、厨师 &帮厨
联系方式：刘女士 84024829

长沙恒广物流有限公司
项目经理 /运营总监、营销经理、行政经理、财务主管、会计、安全管理

员、录单文员、仓管
联系方式：0731-84078885

湖南晟世国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
成本会计、SMT技术员、业务 /客服专员、平面设计师 /品牌宣传
联系方式：18229984518谢女士

湖南金河包装有限公司
吹塑普工、质检员、车间转运工、保洁员
联系方式：84060069范部长、高女士

长沙丹芬瑞电气技术有限公司
作业员、会计、质量工程师、采购工程师
联系方式：张女士 15387542641

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祥原动力供应有限公司
电气工程师、运行操作员 (冷泵、压缩空气、锅炉)
联系方式：0731-85872243段小姐

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厂
电气工程师、操作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6807200-8002黄女士

湖南瑞思经贸发展有限公司
销售顾问、服务顾问、市场专员、续保专员
联系方式：唐艳芝 0731—85252687

友乾集团
客服总监 /销售总监、保洁、月嫂育婴培训讲师、客服经理 / 课程顾
问、小儿推拿店长 /产康店长、月嫂 /育婴师 /催乳师 /小儿推拿师 /
产后恢复师学徒
联系方式：肖小姐 18075135592

长沙春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贴片机操作员
联系方式：15616236081

长沙紫气东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
餐饮经理、营销主管 /前厅主管 /楼层主管、前厅领班、楼层领班、营
销代表、前台接待 / 收银、客房服务员、餐饮服务员、保安队长
（3500-4500元 /月）、保安员、设备维修、水电、弱电（网管）、厨房保洁、
客房保洁
联系方式：0731—84551111

长沙镁镁科技有限公司
生产作业员、普工、机械工程师、仓管兼叉车员、化学研发技术员、生产
计划员、铣工、品质检验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2955888-514谌先生

长沙精达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车工、焊工、激光雕刻、普工、设计员、销售代表
联系方式：唐娟 84024603

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
叉车司机、仓管员、质量客服专员
联系方式：李主管 0731-84011856

长沙美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客服专员、推广专员、游戏陪玩
联系方式：0731-86207182

湖南长丰难波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生产课长、工艺工程师、品质工程师、设备维修员、检验员、安全员、缝
制工、装配工、发泡工、焊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2827662小易、小周

湖南宝通机电有限公司
生产普工（电子厂）、汽车制造操作员、焊工 /钳工 /数控车工 /叉车
工、项目管理（生产）、售后工程师、人事主管
联系方式：0731-86867753

湖南长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文员、业务员、技术员
联系方式：李先生 0731-83848689

长沙皓欣工业设备有限公司
数控车操作员、机械制图员、检验员、外贸跟单文员
联系方式：林小姐 84931174

湖南艾翔机场设施有限公司
董事长助理、机电灯具研发工程师、施工作业人员、综合资料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4071668

湖南新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
冲床工、折弯工、电焊工、剪板工、数控工、喷粉工、普工、业务经理、标
书制作员、文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4653666王主任

湖南吉兴声学部件有限公司
普工、发货员、机修工、品保员（现场稽核）、项目工程师、台车辅助工
联系方式：郭小姐 88702828-6202

星沙华天大酒店
前台主管、大堂副理、营销代表储干、餐饮部副主管、餐饮服务、传菜、
礼宾员、前台接待、财务收银、实习会计、IT网络维护、综合电工、空调
工、保安员、总机文员、客房管家、洗碗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8428888-80178

湖南金企京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
销售跟单、客户专员、财税专员、采购专员、培训主管、总裁秘书、招投
标主管或专员、策划主管
联系方式：田女士 0731-88392648

长沙信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操作工、生产计划员、仓管员
联系方式：18075193095康小姐

湖南天一建筑科技有限公司
铆、焊工、钻工、车工、镗工、剪板折弯工、普工、绘图员、机械工程师、市
场接待、营销经理
联系方式：0731-83572415文部长

湖南耐普恩科技有限公司
生产部长、财务部长、工艺工程师、总经办秘书、硬件工程师、品质工程
师、机修、质检员、保安、普工
联系方式：罗小姐、李小姐 0731-85684698

长沙索的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
储备店长、门店店员、配货员、技术保障人员、培训专员、订单专员、业
务员
联系方式：0731-83975884

长沙达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
机修学徒、安全员、质检员、行政专员、技术维护员、电工
联系方式：17752852897

湖南中铁五新集团有限公司
营销专员、机械研发工程师、施工员、法务专员、铆、焊、钳、电、机加等
技工、售后服务人员、审计专员、商务专员、财务会计、有限元分析工程
师、证劵事务专员、行政专员
联系方式：强先生 0731-84930695

湖南耐普泵业股份有限公司
水泵设计工程师、技术支持、工艺工程师、检验员、电气技术工程师、电
气装配、车工、钻工、采购员、销售员
联系方式：戴小姐、唐小姐 82957122、82957123

湖南中铁五新重工有限公司
机械工程师、品管 -体系工程师、焊工、安装售后
联系方式：0731-82720937郭先生、王小姐

长沙熙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
数控操作员、维修电工、检验员、SQE质量供应商管理工程师
联系方式：13507425395张

湖南华加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
工程营销经理、渠道销售经理、项目经理、高端家装门窗设计师、发货
员、仓库管理员、前台接待、工厂型材切割工、冲钻工、拼装工、打胶工、
普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6963688；86965788

长沙湘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质量工程师、售后服务工程师、电气调试工程师、钣金工、焊工、装配钳
工
机械工程师、行政文秘、肥料销售员、包装设计
联系方式：覃女士 15873146663、刘女士 13687366467

湖南鸿辉科技有限公司
摇臂钻操作工、加工中心操作工、装配电工、液压工程师、磨工、铣工、
装配钳工
联系方式：钟先生 0731-84870066

长沙嘉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
CNC操作员、品检
联系方式：0731-89821363-82余小姐

童年记食品有限公司
普工、质检员、安全员、发货员、仓管员、锅炉工、机修工、成本会计、总
账会计、行政人事专员、资料管理员、采购专员、研发员、电商内容运
营、污水处理技术员、污水处理主管
联系方式：0731-86804008刘小姐

长沙新芙蓉厨具设备有限公司
业务经理、画图设计员、数控折弯、氩弧焊工或学徒、工程部助理、制冷
组装、普工
联系方式：李小姐 13787273349

湖南精城特种陶瓷有限公司
机械工程师、研发人员、国际贸易、国内贸易、普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4063662杨先生

长沙哈量凯帅精密机械有限公司
装配钳工、机械工程师、电气工程师、机械加工工艺员、机床装配工艺
员、质量工程师
联系方式：李小姐 0731-84079351

湖南德诺健康产业有限公司
销售、外贸负责人、外贸、机修电工、物流专干
联系方式：0731-82755556-603

长沙市华味贸易有限公司
收银员、营业员、生鲜店长、储备店长 /店助猪肉分割师、仓库文员、水
果销售、财务主管 /财务助理、人事主管 /人事专员、普工
联系方式：0731-86206978欧小姐

长沙湘移通信技术有限公司
软件开发工程师
联系方式：陈女士 13467586354

紫鑫集团
人事经理、财务主管、前厅主管、销售代表、客房领班、预订文员、客服
专员、PA技工、前台接待 /收银、大堂吧 /茶餐厅服务、保安、传菜员、
五星级酒店储备管理人员
联系方式：浣小姐 82797389

9月 8日部分参会企业需求信息（持续更新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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